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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老史已逐渐
放权，实控人更迭不会影
响公司稳定”

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
云彩。通达股份董事长史万福
的转身，干净利落。

10月 27日晚间，通达股
份发布公告称，史万福因个人
原因辞去董事长、董事以及董
事会下辖各专业委员会相应职
务。辞职后，史万福将不再担
任通达股份任何职务。

史还不仅仅止于“裸辞”。
一天之后，通达股份再发

公告称，史万福自愿将所持有
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及投
票权全部委托给史梦晓行使，
史梦晓同意接受该委托。

史梦晓是他年仅25岁的
女儿。

随着史万福的“裸辞”，陪
伴史万福创业32年的妻子马
红菊，由副董事长一职接任董
事长。

“老史很早就想辞了，这次
能够下决心，一是因为这几年
精力不够充沛，二是时机足够
成熟，可以放心把位置交给我
们。他能够专心地去做自己想
做的事。”对于外界的疑惑，马
红菊解释说，“这样，对大家都
好。”

这位新接任的掌门人，短
发干练，言语直爽又不失幽
默。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洛阳
市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

“前几天老史刚刚报了个
电子琴班，准备把自己当年的
爱好重新拾起来。弹弹琴、会
会老朋友，过修身养性的生
活。”马红菊说，史万福早已把
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在马红菊看来，这次高管
更迭，不会影响通达股份的稳
定性和企业经营。

她说，2011年通达股份登
陆深交所，成为洛阳首家民营
上市公司之后，史万福已经逐
渐开始淡出公司管理。

“上市对老史来说是最大

的夙愿，在完成上市之后，老史
对公司的管理就开始逐渐放
权，更多地参与到公司的外部
事务当中。其实，公司这几年
都是我和管理人团队在负责打
理，沟通起来更顺畅，效率也更
高。”马红菊说。

10月 30日，记者尝试联
系史万福，但对方电话无人接
听。

“将来我的孩子要开
夫妻店，我肯定不会支持”

随着史万福的离开，一并
结束的还有史万福与马红菊为
通达股份创下的“夫妻店模
式”，以及史万福、马红菊、曲洪
普的“创业铁三角”。

1987年，卖过冰棍、摆摊
卖过五香粉的史万福夫妇决定
和技术能手曲洪普一起创业，
进入电缆行业。

于是，在史万福和马红菊
家的小作坊里，通达股份正式
起步。

“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分工
很明确：老史负责销售、曲总负
责技术，我负责财务及后勤。”
马红菊说。

现在马红菊回忆起来，仍
对史万福当初制定的销售方向
感到钦佩。

“老史在我们婚前也做过
电线，当时做的是黑白电视机
的排线，但回款不顺畅，呆账坏
账较多。在做电线电缆之后，
他把客户方向定在电业局和铁
路系统上，这样的国有企业回
款有保障，公司的现金流也会
很充足。”马红菊表示。

作为她本人，同样承受了
极大压力。“创业初期，嗓子一
哑就是一个月”。

“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工
人们蒸一锅馍，再做饭炒菜，收
拾完再去公司里干活。回家还
要为孩子们洗衣服，基本上夜
里12点前没有睡过觉。白天
在工厂里噪声大，基本上全得
靠喊，再加上劳累，嗓子一哑一
个月，太正常了。”马红菊说。

产品技术过硬、销售市场
精准的通达股份很快打开销
路，通达电缆的小作坊也正式
走进历史。受益于上个世纪
9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以及农村电网改造
的契机，找准方向并且回款顺
畅的通达股份很快做大。在
这个阶段，通达的“创业铁三
角”合作愈发娴熟。

2011年 3月，通达股份
正式登陆深交所。至此，通达
股份开始竞逐资本市场。记
者获悉，也正是从上市开始，
夫妻之间的经营理念在某些
地方开始出现不同意见。

“老史是一个性格特别执
着的人，对一件事认准之后必
须做到底。我们能够上市，不
是他的坚持肯定实现不了。
但反过来说，执着的人往往对
新事物领会的速度会慢，比如
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他就没有
我快和深入。”马红菊表示。

随着10月 27日史万福
从通达股份董事长位置上辞
职，通达股份的“夫妻店模式”
正式终结。事实上，就在史万
福辞职前一周，当当网创始人
李国庆和俞渝的互撕惊动了
整个网络。不过相较于当当
网的“沸沸扬扬”，通达股份的
董事长换帅要平稳得多。

对于夫妻店模式，马红菊
表示：“如果将来我的孩子要
开夫妻店，我肯定不会支持。
因为夫妻店开起来，也就意味
着工作和家庭将不分。这世
界上又不存在思维完全重合
的两个人，一旦在工作上有不
同意见，分歧和情绪难免会带
到家庭当中，影响夫妻两个人
的感情。所以夫妻店到最后，
肯定是有一个人要先离开。”

“提前扶上马，23岁
儿子接任副董事长”

在10月 27日史万福的
辞职公告里，除了马红菊的接
任之外，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是
史万福、马红菊的儿子史家宝

正式就任副董事长。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23

岁的史家宝进入公司尚不足
一年。

据马红菊介绍，做出这个
决定，要归功于向河南另一家
上市公司恒星科技学习。

“我们跟恒星科技很
近，他们的董事长谢晓博是
我们看着长大的，特别是他
也像史家宝一样在很小的年
纪就进入恒星科技加以培
养，8年下来，他的成长我
们有目共睹。用大家的话说

‘做哩通美哩’。这对我们有
很大的借鉴意义。年轻人就
应该有点压力，没有压力就
没有动力，只有把他放在那
个位置，才会逼迫着他主动
去学习，最终适应这个位
置。这也是通达股份一贯的
用人原则。”马红菊说。

据马红菊介绍，史家宝
毕业之后即进入通达股份，
在没有任何职务的情况下，
在不同的岗位进行轮岗，“我
给他的要求是，在不同的车
间和岗位上，都要提出目前
存在的问题并想出解决办
法”。

在“老技术”曲洪普眼里，
史家宝显然做得还不错。“他
年龄虽然不大，但性格很沉
稳，想事情比较全面，对待上
级和员工都很友善。”

这或许也是促使史万福
“交棒”的另外一个原因。

而在史万福和马红菊的
计划里，对史家宝的培养绝
不是“扶上马送一程”这么
简单。

“现在很多企业家都面
临着二代接班的问题，我们
的做法是提前扶上马，用十
年的时间去培养他，帮助他
深刻地了解企业和行业，也
帮助他更快的成长成熟。”马
红菊说。

在马红菊眼里，这个喜
欢足球、象棋，偶尔也会打
游戏的孩子也有不足，“对政
治经济学不够敏感”。不过，

马红菊也说：“这都是年龄的问
题，相信年龄到了，再加上我们
的引导，到时候自然而然就好
了。”

“‘夫妻店’管理者更迭
若能平稳过渡，是一件幸
事”

对于新角色，看起来马红菊
要适应得多。

“这几年虽然我没有在董事
长位置上，但一直行使着董事长
职责。”马红菊表示。

而这种说法在通达股份的
高管间得到佐证。马红菊对于
下一步通达股份将走向何方已
了然于胸。

“人还是这帮人，干的活儿
还是这些活，所以对通达股份来
说，变化可能就是决策的效率会
更高，走得也会更快”。

马红菊说的“活儿还是这些
活”，显然指的是通达股份的电
缆+军工的战略方向。

2016年4月，通达股份用现
金形式，成功收购成都航飞
100%的股权，正式进入军工领
域。今年2月，通达股份完成定
增，定增募集的资金全部增资进
成都航飞，以其为主体，建设“航
空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2014年我们开始谋划进入
军工领域，前后见了60多个项
目，最终选择了成都航飞。而这
几年成都航飞持续健康发展，也
证明了我们当时的选择是正确
的。”马红菊表示。

据介绍，接下来步子要迈得
大一点，同时通达股份立足主
业、深耕军工的战略方向没有
变，还会找好的军工标的，继续
加大并购力度。力争5年之内，
让通达股份的效益翻一番。

对于夫妻店模式，国内知
名经济学家宋向清在接受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
示，虽然在大家看来包括夫妻
店在内有一些问题存在，但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夫妻店
和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们，他们
的理念一致、目标趋同，同时
由于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沟
通会更通畅。有家规的制约，
成员之间更容易形成合力。但
同时也要看到，包括夫妻店在
内的家族企业，因其核心管理
由家族成员控制，吸收优秀人
才的能力会弱化，造成他们抓
市场机会的能力会减弱，从而
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对于夫妻店来说，管理者
之间的更迭如果能实现平稳过
渡，对企业来说是一件幸事。同
时对于夫妻店留下来的一方，实
际上压力会更大，因为盯着她的
人会更多，因此如果想要企业更
加长久的发展下去，就要在加强
自身能力修炼的同时，积极引入
专业人才进入管理团队，并且给
他们充分授权，从而让企业进入
到现代企业治理的轨道上来。”
宋向清表示。

河南上市民企首现夫妻交接班

通达股份董事长裸辞之谜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这个秋天，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股份）掌门人更替出现令人关注一幕。
10月27日晚间，通达股份创始人史万福辞职，董事长一职交由共同创业32年的妻子马红菊接任。与此同时，其子史家

宝也正式成为公司副董事长。
中国上市公司的夫妻档模式，向来备受关注。如今通达股份董事长缘何突现夫妻交接班？已经走过32年的夫妻档公司

治理模式，因何走向终结？10月28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赶赴偃师，对刚刚上任的马红菊进行了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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